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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道门门人应具有的道德规范

一  凡是入门人 必需确实遵守本规范 效法历代贤人尊师

重道之最基本精神

二  凡属同门 宜互相交流 交流彼此心得 不得抑人扬已

同门攻击 辱及自家门风

三  非有善福之人 不得为其详细指出财富女缘

四  不得假藉改运而骗财骗色 做出伤天害理的恶行

五  为人服务 需视其有无 弹性收取润金 不得苛求滥索

更不得因其贫穷就敷衍了事 暗损阴德

六  不得编著伪书 假借先贤之名蛊惑后学 敛财欺人 损

已阴德

七  天机气数 不得妄传非人 杜绝非人得势 破坏天理

干犯天道

八  得传之人 如要再传他人 必需顾及师长的环境状况

九  遇有忠义廉洁之士 求传真诀 礼仪多少 应称其力

不可苛求 以顺天理

八字气数神机 本研究乃八字命理学的一些精华 可尽

量珍借使用 但请确实遵守前列道德规范 请勿过于随便传

授他人 以免造成他人命运上的不良负荷和压力 以致有损

阴德 切记 切记

第一章 生 克 制 化以外的神机

第一节 万事发生的时间如何准确知道

在没有护卫 或护卫遭到连诛 连续下手 个个被击破

到最后一个被击破之时 就是出事的时候

例一 姚公子

正财 丙寅 伤官

正财 丙申 正印

日干 癸丑 偏官

偏印 辛酉 偏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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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组看法

  我 他平均 金水得月令旺气 故我组较他组旺

五组看法

1 命局天干丙火 看玫瑰疹

年干丙火无护 卫 在幼年时期 逢壬 癸岁运必伤

八七年壬寅 癸卯流月 壬 癸克丙必有事 丙财为金钱

父亲 必有损财和父亲不如意之事 水之克火 火为开始

起 癸为发生 行 也 任何事都有起 行 止和延续

此为重点

2 命局地支寅木 看出生黄疸 看出生后戊 己月的

夜不安宁

年支寅木原为申冲 阳阳之冲 寅木之弱可知 出生

前的未月申 酉日就已带动金克木 再加出生月 日 时都

是生助金克木 寅木为肝胆 枚断有黄疸症 最重要的一点

是寅木毫无护 卫

戊戌 己亥月的夜不安宁 天干辛无护卫 逢丙运还

好 逢丁则伤重 丙 丁克去辛以后 下面接着来的戊 己

不能救辛 就是这样 命运有转化的时候也会死 也会发生

大事故 一般人不解此理 所以无法活断事象 接着来的戊

己官星克身 小孩逢此必有惊吓 烦燥等等发生

在地支方面 一般看法可见申 酉 戌 戌月 强金

克木 肝火上升烦燥 加上前面的官星克制无护卫 故有斯

事不能免 另外一点 金克木起申 行酉 止戌 所以戌月

最严重 不要以为戌月已经过去 刚好相反 是戌月最严重

例二 司莹居士 民国四二年三月十七日巳时祥诞

食神 癸巳 正官

正官 丙辰 正印

日干 辛亥 伤官

食神 癸巳 正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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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运 9 乙卯 19 甲寅 29 癸丑 39 壬子

 八字泄天机上册 130 页 六七年夏天感冒四个月

 131 页论为 丁巳月引入天干戊 与命局年 时双癸

巳真合化火 克日干辛金 所以感冒呼吸不畅 八字为化水

格 行运至此忽然变成化火 可见运气变化之大

天干 原局癸卫日干 要知运局逢甲 乙木则失卫

水 木 火顺生克金 此时在二十六岁甲寅运 131 页云

前丁巳年乙巳月即有事 乃知丙辰年丙克辛阳阴相克 和丁

巳年丁克辛阴阴查克有什么不同 丙辰年不能与日柱合化乃

大运甲寅解化 另一事实是 他把戊年的戊起于戊年丁巳月

把丁年的丁起于丁年乙巳月 与其所教 流年逼进法 不同

是当时的一点矛盾

我们来找出与司莹不相同的气数 命局丙克辛为源

头 甲寅运解掉合化为 起 而丁年的丁月为出事 到最

后一个丁 戊午年丁巳月为最晋严重之期 而此时非关戊癸

合化火之事 刚刚讲过 辛被阴阴克之后 戊 巳不能救辛

反为医药 所以要等到庚申月走完 庚申完全冲倒甲寅大运

暂时冲倒 之时 病才能恢复 这时候正是他所言的四个

月之后

发生之事怎么只是严重感冒 因为原命局地支巳生

辰 在寅运为寅生巳再生辰 辰土旺而生天干辛金 故无生

命危险 又事属天干之伤害 地支安稳 所以是天干上半身

的病 戊 己月克制食 伤自由之星 所以上半身失去自由

活运 庚申生癸还原自由惟后 才恢复自由

132 页 庚申 辛酉之岁合住巳火 加强元神 行子

得财双双而来

本造辛年立秋后二十五日换运 庚申 辛酉两年强金

克木财 为何是得财 得子

为何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官印旺 体内酸碱平衡



 

查看完整版 

付费下载 

￬￬￬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【百万古籍库】 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list/ 

【易】【医】【道】【武】【文】【奇】【画】【书】 

1000000+高清古书籍 

打包下载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list/


 

【风水】风水命理资料合集_9500 本 

阴宅阳宅、风水堪舆、八字命理、手相面相、符咒卦象、奇门遁甲、紫微斗数......... 

 

【中医】中华传统医学资料大全_15000 本 

针灸、擒拿、正骨术、汉医、苗医、民间秘方偏方、药洒药方、祖传医术、珍本... 

 

【道术】道家法术\茅山术\符咒术\气术_3000 套 

修真秘籍、丹道、道家秘术、胎息功、内丹术、茅山法术、道家符咒、巫术、... 

 

【武术】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术_6200 册 

少林、武当、太极拳、形意拳、八极拳、咏春拳、气功、散打、格斗、拳击、... 
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598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598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598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599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599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599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0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0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0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1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1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1.html


 

【集藏】经史子集库_13300 卷 

【经史子集】楚辞、汉赋、诗集、词集、宝卷、正史、编年、别史、纪事本末、地理志... 

 

【国画】传世名画 _ 6100 卷 

唐、金、辽、宋、元、明、清 800 多位画家近 6000 多幅传世... 

 

【县志】方志\地方县志\乡志\地理志_8100 册 

府志、区志、乡志、地理志...... 此合集为全国范围地方县志\府志古籍影印电子版，... 

 

【国学】中华古籍库—32 万册古籍书 

32 万册《中华古籍库》 【32 万册影印古籍 + 20 多亿字，带检索

器和阅读工具】 包括各地方志、日本内... 

【更多】>> 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list/ 
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2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2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2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4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4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80604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200524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200524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200524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200572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200572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200572.html
https://www.fozhu920.com/list/

